
綦江手机台

綦江日报数字报 大美綦江客户端

綦江微生活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QIJIANG RIBAO

主办: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 新闻热线：87265555

扫一扫 指点精彩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

渝字（12）-506 （免费赠阅）

本期4版

第108期 总第4550期

庚子年四月三十

本报地址：文龙街道天星大道234号（世纪花城二期大门口） 邮政编码：401420 总编辑：孙萍 值班编委：刘克洪 本版主编：王瑜 组版：江琳雪

重庆日报全媒体讯（首席记者 颜安 通

讯员 吴长飞）消费扶贫是今年的热词，如何

让贫困群众手里的农产品卖得好、卖得远，是

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事。5月20日，记者从綦江

区获悉，该区尝试通过媒体直播与网络主播融

合开展消费扶贫，为贫困群众的农产品“代

言”，去年一年便销售扶贫产品1500余万元。

“贫困地区大多是绿色纯天然产品，符合

当下健康、生态的消费理念，但大多养在深山

人未识，而新闻媒体具有联系广泛、社会资源

丰富等特点，因此我们找准了这个切入点，希

望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消费扶贫。”綦江区融媒

体中心主任孙萍介绍，区融媒体中心组建了大

美綦江“红蚂蚁商城”电商平台，以此为载体，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卖难问题。

“我们利用新闻媒体熟悉乡情村情的优

势，搜集有意愿在‘红蚂蚁商城’上卖土特产的

信息，再通过包装和推广，尽量帮助销售。”她

告诉记者，目前已有赶水萝卜、东溪辣椒、中峰

蜂蜜等农产品，以及饭遭殃、老四川牛肉干等

精加工农副产品，共计约200余种农产品上架

了“红蚂蚁商城”，“扶贫专区”涵盖了该区25

个贫困村的特色土货。

供求供求，供的信息是收集上来了，另一

头的“求”怎么办呢？

綦江通过媒体直播与网络主播融合开展

消费扶贫，增加流量，扩大销售半径和范围，提

升购买力。

前不久，该区网红主播胖胖妹和王程程来

到永城镇永和村，第三次为脱贫户王邦平“直

播带货”。

“我要27只”、“订购11只”……直播间异

常火热，网友们看见“无污染、吃包谷、喝泉水”

的土鸡土鸭后纷纷下单，仅花了一小时的时

间，220只家禽全部售罄。

受疫情影响，赶水镇双龙村脱贫户程世现

养殖的黄牛一度遭遇销售危机。趁着五一节

来临，红蚂蚁商城制作宣传推广海报，推出鲜

牛肉现杀现送服务，3个小时后，500斤的订单

全部下完。

“我现在虽然已稳定脱贫，但我不能止步，

要把日子越过越‘牛气’呀。”程世现笑着说，脱

贫摘帽让他过上了新生活，但这不是终点，而

是他奋斗的新起点。

资料显示，去年“红蚂蚁商城”共销售扶贫

产品1500 余万元，已成为綦江“土货”进城的

重要平台。今年5月开始，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将启动《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货》主题直播

带货工程，立足全区25个贫困村的农产品，将

消费扶贫进行到底；而在常态直播方面，成立

6个直播小组，和街镇书记镇长、第一书记、行

业达人、本土网红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媒体直

播间，每周不少于2期直播带货；此外，在动态

直播方面，则成立“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

货”爱心基金和包装品牌项目，依托主播大赛、

农民丰收节、寻找带货王、年货节等大型活动，

不断提升品牌效益，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

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綦江探索“新闻+”消费扶贫
一年销售农产品1500万元

袁勤华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稳定

“路通了，好日子就在眼前”
搬水泥、运沙石、铲路肩……近日，赶水

镇太公村7组黄泥湾（小地名），村里党员和

群众自发组建的施工队，正忙着帮村民硬化

入户便道，大家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

家住黄泥湾的建卡贫困户张宗福，也在

施工现场帮忙，看到自家门前这条烂泥路即

将硬化成水泥路，张宗福很是激动：“要感恩

党和政府！多亏了精准扶贫的好政策，不仅

让我住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还给我们硬

化入户路，出行方便了做什么都方便！”

“村里在黄泥湾附近布局了200亩花椒

产业。”太公村主任谢秀贵介绍，入户便道硬

化改造后，不仅可以美化人居环境，保障村

民日常安全出行需求，提升生活幸福感，还

可以为群众发展种养殖业带来便利，改善生

产生活条件，增强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

黄泥湾入户便道升级改造后，周边 20

余户 80 余村民将直接从中受益。“路修好

了，花椒也发展起来了，好日子就在眼前

了！”张宗福信心满满地说。

文图/通讯员 湛江涛

村民们正在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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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5月21日，

区委书记袁勤华前往赶水镇、安稳镇，检查安

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抓

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国“两会”期

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区领导蒋华江参加。

赶水镇龙沧村老鹰嘴危岩（带）地质灾害

点总方量约22.09万立方米，直接威胁周围数

百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被纳入重庆市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项目。该项目于今年4月组织施

工队伍进场，目前施工单位已做好现场查勘，

并完成5000米钢管安全防护搭设。袁勤华来

到现场实地查看，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负责

人沟通交流，了解安全责任落实、项目施工进

度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系到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和监测人员务

必要加大项目在整治过程中的监测力度，一旦

遇到险情，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

第一时间处置，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

失。

在安稳镇大堰村森林防火、交通劝导站，

袁勤华向值班人员询问了解劝导站工作开展

情况，要求要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加大重点

时段的检查力度，对摩托车驾驶员不戴头盔、

超载等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劝导，有效预防各

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认真落实火源管控，

做好入山人员检查登记，切实消除火灾隐患。

在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袁勤华来到企

业液氨储罐区，听取了解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

实情况。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为确保万无一

失，液氨区设有严密的监控设备，所有数据均

可在控制室实时查看，同时编制有专项应急预

案和处置方案，并定期演练，具备较好处置液

氨危险情况的能力。袁勤华表示，要严格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抓在日常，推进常态化管理。在安全监管上，

要做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定期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当天，袁勤华还对綦江应急救援二大队进

行了看望慰问。二大队共有31名队员，主要

承担煤矿井下救援、矿山救援、抗洪抢险、森林

灭火等应急救援工作。袁勤华对大家一直以

来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同时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为维护厂矿安全、地方平安稳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本报讯（记者 张斌）5

月20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姜

天波深入郭扶镇龙泉村，实地

调研督战脱贫攻坚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定

信心、咬定目标、善作善成、决

战决胜，确保脱贫质量和成

色。副区长刘芳敏一同调研。

正是小满时节，田里秧苗

成行，坡上玉米茁壮，处处都

是希望的景象。“战疫战贫，大

家辛苦了！”姜天波走进龙泉

村便民服务中心，向这里的驻

村工作队员、村干部一一问

好，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用心

用情用力帮助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持续增收，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分钟法律诊室，姜天波与和

议员亲切交谈，询问了解他们

的工作内容、方式等。他指

出，要立足纠纷化解和法治宣

传，不断提高基层法律服务水

平，增强村民的法治意识，切

实将矛盾纠纷快速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姜天波

强调，当前正值全国“两会”召

开，要切实提高站位、周密部

署、落实责任，建立完善信访

维稳安保应急预案，加强情报

信息收集研判，严格信息报

告、值班值守，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为两

会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电商服务站内，龙泉当地

出产的蜂蜜、挂面、干竹笋、干

豇豆、优质大米摆放整齐、品

种丰富。姜天波边看边问，详

细了解产品价格、品牌打造，

特别是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

结。得知疫情期间，这个电商

服务站有效连通菜园子和菜

篮子，帮助村民增收 5 万余

元，姜天波很高兴，他还拿出

手机，现场扫码购买挂面。他

指出，电商扶贫是利用新业态

新模式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

举措。要以市场为导向，将种

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与消费

市场有效连通，促进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要推进标准化建

设、品牌培育和认证追溯，切

实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产

品“上线”走向大市场。

（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5月

20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清溪河区级

河长王前元率队到清溪河流域开展巡

河工作，并主持召开清溪河 2020 年第

二季度河长制工作会。

是日，王前元一行来到清溪河永新

段，实地查看了马颈子水库、荆山村皂

角林污水处理设施、古剑山大峡谷漂流

点、永新场镇污水处理厂等项目，详细

了解了污水治理工程施工进度以及水

域日常清漂保洁等情况。座谈会上，古

南街道、永新镇、中峰镇等清溪河流经

街镇汇报了2019年河长制工作及重点

项目推进情况和 2020 年工作计划，区

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

水利局（河长办）等相关单位作交流发

言。

王前元充分肯定各部门、各街镇在

履行河长制职责、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

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管水治水，

古往今来都是“国之大事”；水环境保

护，亦是国计民生之本。各部门、各街

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

实担负起河长制责任，稳步推进涉水项

目建设，为打好碧水保卫战、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王前元要求，相关街镇要对标对表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提

出的有关问题，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尽

快解决好现存或潜在的突出问题。要

进一步落实好镇村两级河长的职责，大

力推进常态化、制度化巡查，加强水质

监测，加大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确保水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加强统筹

调度，及时解决好影响工程建设进度的

“卡点”问题，加快推进皂角林片区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工程、永新场

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马颈子水库闸

门整治工程等项目。要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切实做好超标洪水预案编制、宣

传、培训和演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前元在巡河时指出

强化责任担当 守护好清溪碧水

本报讯（记者 廖静 包俊 实习

生 张梦寒）5 月 20 日，区政协召开二

届四十一次主席会议。区政协主席母

明江主持会议，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

王守华、牟伟、刘林、周宗容、詹旭东参

加会议。

主席会议成员一行前往石壕镇，实

地察看红军文化保护建设情况，并听取

了綦江文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綦江人文底蕴深厚，是全市文物大区，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意识，

不断夯实文物保护各项工作，更好地发

挥文物在传承綦江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挖掘利用文

博资源，多种形式开展义务讲解、科普

宣传。要将场馆建设与作用发挥相结

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结

合，切实让有关场馆发挥自身特有魅

力。

会议听取了綦江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近年来，綦

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紧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渝黔合作

先行示范区建设、綦万一体化同城化融

合化发展等战略契机，推动形成链条互

补、优势集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

局。要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瞄准

关键技术和市场需求，培育壮大一批骨

干企业，带动补链成群、高质量发展。

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还要“招才引智”，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招商格局，

书写綦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会议还学习传达了学习贯彻重庆

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区脱贫

攻坚“百日大会战”动员部署会精神；通

报了綦江陆生野生动物管控情况；审议

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区政协召开二届四十一次主席会议


